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十三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通知 

经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4-26 日在四川省

成都市高新西区成都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召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十一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三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 

一、会议主题 

安全、健康、优质、高效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承办单位：四川农业大学 

协办单位：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泰高营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广州智特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赞助单位：四川吉隆达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特驱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诺伟司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支持单位：柏斯托动物营养 

成都蜀星饲料有限公司 

四川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四川省畜科院动物营养研究所 

绵阳禾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迈特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亚和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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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日程（如有变动，请以会议指南为准。除理事会议外，其他活动所有注册代表均可参会）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10 月 24 日 

08:00-22:00 注册报到 

14:00-17:30 帝斯曼动物营养科学青年学者专题研讨会 

20:00-22:00 第十届三次全体理事会议、六次常务理事会议 

10 月 25 日 

08:00-12:00 开幕式、第十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特邀报告 

13:30-18:30 分会场报告 

20:00-22:00 第十一届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一次常务理事会议 

10 月 26 日 
08:00-12:00 分会场报告 

13:30-16:00 大会特邀报告、闭幕式、致谢 

10 月 27 日 离会 

四、会议报告 

1.大会特邀专家报告： 

★影响饲料蛋白质利用率的外因与内因——麦康森 院士（中国海洋大学） 

★提高猪瘦肉率的营养调控技术——印遇龙 院士（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饲料用酶研发与应用新方向——姚斌 院士（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 

★鸡肠道健康的营养调控机制——呙于明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 

2.分会场专家报告（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猪营养专题： 

★断奶仔猪肠道健康分级及其无抗营养策略——蒋宗勇 研究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种公猪精液品质营养调控研究进展——彭健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猪饲料原料营养价值与动态营养需要量模型化研究进展——王军军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母猪营养研究进展——吴德教授（四川农业大学） 

★猪肉品质营养调控的研究进展——尹靖东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胆汁酸对机体糖脂代谢的影响机制——张宏福 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禽营养专题： 

★黄羽肉鸡营养需要量研究进展——蒋守群研究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白羽肉鸡一般饲料添加剂研究进展——李绍钰研究员（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我国蛋鸡营养与饲料研究进展——林海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 

★中国鸭营养与饲料研究进展——杨琳 教授（华南农业大学） 

★肉鸭骨骼发育及质量的营养调控研究进展——曾秋凤教授（四川农业大学） 

★蛋鸭营养研究进展——郑春田研究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反刍动物营养专题： 

★放牧羊营养调控研究进展——金海研究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围产期奶牛糖脂代谢与健康养殖研究进展——李胜利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调节奶牛氮利用效率与乳品质量的微生物学与代谢机制——刘建新 教授（浙江大学） 

★牦牛营养需要量与饲草料营养价值评价研究进展——刘书杰研究员（青海大学） 

★羔羊瘤胃微生物区系发展与调控技术研究进展——马涛副研究员（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 

★我国肉牛营养研究进展——瞿明仁 教授（江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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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营养专题： 

★天然植物活性成分对猪肠道健康的保护作用——侯永清 教授（武汉轻工大学） 

★中国单胃动物微量元素营养研究进展(2015-2020) ——贾刚 教授（四川农业大学） 

★生物饲料及其替抗减抗技术研究进展——李爱科 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发酵糟渣作猪饲料的研究进展——刘作华 研究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饲料中农药残留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及其消除技术研究进展——石宝明 教授（东北农业大学） 

★单胃动物肠道微生物研究进展——朱伟云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专题： 

★抗菌肽与免疫调节肽的研究进展——谯仕彦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饲料中常见霉菌毒素生物降解酶研究进展——赵丽红 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水产动物营养专题： 

★过去 5 年我国淡水鱼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进展——周小秋 教授（四川农业大学） 

★过去 10 年我国水产养殖饲用益生菌研究进展——周志刚 研究员（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 

特产动物营养专题： 

★肉兔营养需要量研究进展——李福昌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 

★茸鹿营养需要及其消化生理特性研究进展——钱文熙 教授（塔里木大学） 

★貂、狐肠道健康与免疫调控机制研究——张铁涛 副研究员（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 

动物营养应用技术专题： 

★营养与饲料加工对动物饲料效率影响的研究进展——何健 教授（铁骑力士集团） 

3.分会场交流报告： 

共设立 5 个分会场，150 余个口头报告、200 余个壁报交流，请以接到电话、短信通知确认为准，

投稿作者可登陆会议系统查询遴选结果并在线打印录取通知，具体时间安排将于会前在会议网站公布。 

五、帝斯曼动物营养科学青年学者专题研讨会 

简介：帝斯曼缤纷科技奖已有 20 多载历史，旨在认可与嘉奖帝斯曼公司所关注的各项科技领域内

出类拔萃的博士研究。帝斯曼公司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密切协作，已于 2014、2016、

2018 年成功地将 3 届帝斯曼（中国）缤纷科技奖授予动物营养科学优秀青年学者，2020 年继续密切协

作，共同嘉奖中国动物营养科技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 

进展：目前已经由 12 位预选专家从 55 位有效申请者中（博士毕业答辩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

至 2020 年 9月 30 日）遴选出 10 位入围者并从中选出最佳的 4 名优胜者。 

内容：10 月 24 日（报到日）下午 14:00-17:30 召开帝斯曼动物营养科学青年学者专题研讨会，4

名优胜者每人发表 25 分钟演讲（包括问答环节），介绍各自研究工作,将邀请 7 位知名专家现场点评和

评分，最终评选出特等奖 1 名，优胜奖 3 名。会议期间还将邀请 2 位专家做学术报告。详细时间安排

请见后续通知及会议网站。 

4 名优胜者报告： 

★α-螺旋肽的分子设计、构效关系及其抗酶解能力的研究——王家俊 博士（东北农业大学） 

★早期断奶仔猪抗腹泻肠道微生物发掘与功能研究——胡军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仔猪肠道内质网应激的营养调控与分子机制研究——蒋谦 博士（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多组学技术揭示调节奶牛乳蛋白产量的瘤胃微生物代谢机制——薛茗元 博士（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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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册缴费 

请访问会议网站 http://dwyy2020.bomeeting.net注册并在线缴费，目前已经开通银行卡在线支

付功能，请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选择“在线支付”方式，再选择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

行卡需要开通网上支付功能，且支付额度要超过注册费金额，该支付不收任何手续费），本次会议注

册费的收取、发票开具等工作将由会议支持单位北京博亚和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 

注册类型 
注册费金额（人民币元，以缴费时间为准）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 2020 年 10月 1 日以后 

普通参会 1600 2000 

学生（凭研究生证） 800 1000 

    注：因疫情防控需要，原则上要求所有参会代表提前网上注册并缴费。如届时因人数控

制，未提前注册缴费可能出现无法参会问题。感谢配合！ 

七、住宿预定（会议酒店为最新变更后的） 

请各位参会代表提前自行预定酒店，组委会不再统一安排。推荐住宿预定信息如下： 

★成都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会场酒店，网上预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 
联系电话：028-87826666（酒店前台总机） 
网上预定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30 日 
点此网上预定大床房（价格：460 元/间） 
点此网上预订双床房（价格：460 元/间） 

★成都新希望高新中心假日酒店（会场酒店，网上预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附 1 号 
联系人：谢经理 13628062610 
联系电话： 028-87826666（酒店前台总机） 
网上预定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30 日 
点此网上预订双床房（价格：380 元/间） 

★成都星瑞美丽华酒店（卫星酒店，电话预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汇川街 388 号，距离主会场酒店 900 米，步行 10 分钟内 
联系人：黄阳 13808003460 
价格：标间 240 元/间，单间 260 元/间 

★保利 8090 精品酒店（卫星酒店，电话预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天目路 45 号，距离主会场酒店 300 米，步行 5 分钟内 
联系人：卢静 18380406935；028-87828090 
价格：158 元/间（不含早餐） 

八、交通指南 

会议地点：成都新希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 
报到日当天在成都双流机场和成都火车东站设接站指引处。 
1. 成都双流机场---地铁 10 号线----地铁 7 号线----地铁 2 号线----百草路站（A 口出）----公交 231 路（何 

http://dwyy2020.bomeeting.net/
https://www.ihg.com.cn/redirect?path=hd&brandCode=CP&localeCode=zh&regionCode=280&hotelCode=CTUCP&_PMID=99801505&GPC=NJ5&cn=yes&viewfullsite=true
https://www.crowneplaza.com/redirect?path=asearch&brandCode=CP&localeCode=zh&regionCode=280&hotelCode=CTUCP&checkInDate=24&checkInMonthYear=092020&checkOutDate=26&checkOutMonthYear=092020&rateCode=6CBARC&_PMID=99801505&GPC=ND5&ratesordertype=rc&cn=no&viewfullsite=true
https://www.holidayinn.com/redirect?path=hd&brandCode=HI&localeCode=zh&regionCode=280&hotelCode=CTUHT&_PMID=99801505&GPC=IOU&cn=no&viewfullsit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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